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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年期第三十二主日 
  

太陽，月亮，樹木，花草，老鷹，麻雀，...它們只能互相依存，好
能互補不足。太陽和月亮，請讚美他; 燦爛的諸星，請讚美他! 因為
上主一命，它們立太陽和月亮，請讚美他; 燦爛的諸星， 請讚美他! 
因為上主一命，它們立刻受造。 
 
進堂詠 
上主，願我的祈禱，上達於你；求你側耳俯聽我的祈求。 
 
讀經一（宇宙的君王，必要使我們復活，獲得永生。） 
恭讀瑪加伯下 7:1-2,9-14 

那時候，有兄弟七人，與他們的母親一同被捕。國王命人用鞭子
和牛筋，痛打他們，強迫他們吃法律禁止的豬肉。 

其中一個兄弟，代表發言說：「你想問什麼？你想由我們知道什
麼？我們已經準備，寧死不願背叛我們祖先的法律。」 

他在快要斷氣的一剎那，高聲說：「你這窮凶極惡的人！你使我
失去現世的生命，但是宇宙的君王，必要使我們這些為他的法律而殉
難的人復活，獲得永生。」 

這一個以後，輪到第三個兄弟受刑了！在命令他伸出舌頭時，他
就爽快地伸出，且毅然伸開雙手，慷慨地說：「這些肢體是從上天得
來的，但是，現在為了他的法律，我不吝嗇這一切，希望有一天，從
他那裡，仍再得到。」國王和他的侍從，都驚訝這少年人，不怕受苦
的精神。 

他死了以後，他們用同樣的酷刑，處罰第四個兄弟。他臨死時，
這樣說：「我們這些深信天主許諾使人復活的人，死在人手中，是求
之不得的；可是為你，決不會復活獲得永生。」——上主的話。 
 
答唱詠 詠17:1, 5-6, 8,15 
【答】：上主，願我醒來，能盡情欣賞你的慈顏。（詠17:15） 
領：上主，請靜聽我的伸訴，俯聽我的呼號；請傾聽我絕無虛偽的祈

禱。【答】 
領：我的雙腳，緊隨了你的腳印；我的腳步，決不致蹣跚不定。天主，

我向你呼號，請你回答我；求你側耳聽我，俯聽我的祈禱。【答】 
領：求你護衛我，有如眼中的瞳仁；叫我藏身於你雙翼的庇護下。願

我因正義，能享見你的聖容；願我醒來，能盡情欣賞你的慈顏。
【答】 

 
讀經二（願主鼓勵你們的心，並在各種善工善言上，堅固你們。） 
恭讀聖保祿宗徒致得撒洛尼人後書 2:16-3:5 
弟兄姊妹們： 

願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和那愛我們，並開恩將永遠的安慰和美好
的希望，賜與我們的天主父，鼓勵你們的心，並在各種善工善言上，
堅固你們。 

此外，弟兄們！請為我們祈禱，好叫主的聖道，也像在你們那裡
一樣，順利展開，並得到光榮；也叫我們脫離壞人與惡人，因為不是
人人都有信德。主是信實的，他必堅固你們，保護你們免於凶惡。我
們在主內信賴你們；你們既然現今實行了我們所吩咐的，將來也必實
行。願主指引你們的心，去愛天主，並學習基督的堅忍。——上主的
話。 
 
福音前歡呼 
領：耶穌基督是死者中的首生者，光榮與權能歸於他，直到萬世萬代。

（默1:5,6） 
眾：亞肋路亞。 
 
福音（他不是死人的，而是活人的天主。） 
恭讀聖路加福音 20:27-38 

那時候，否認復活的撒杜塞人中，有幾個來問耶穌，說：「師父，
梅瑟給我們寫下：如果一個人的哥哥死了，撇下妻子而沒有子嗣，他
的弟弟就應娶他的妻子，給他哥哥立嗣。有兄弟七人，第一個娶了妻
子，沒有子嗣就死了。第二個，及第三個，都娶過她為妻。七個人都
是如此：沒有留下子嗣就死了。後來，連那婦人也死了。 

「那麼，在復活的時候，這婦人是他們那一個的妻子？因為他們
七個人，都娶過她為妻。」 

耶穌對他們說：「今世之子也娶也嫁；但那堪得來世，及堪當由
死者中復活的人，他們也不娶，也不嫁；甚至他們也不能再死，因為
他們相似天使；他們既是復活之子，也就是天主之子。 

「至論死者復活，梅瑟已在荊棘篇中指明了：他稱上主，為亞巴
郎的天主，依撒格的天主，及雅各伯的天主。天主不是死人的天主，
而是活人的天主；所有人為他都是生活的。」——上主的話。 
 
領主詠 
上主是我的牧者，我實在一無所缺。他使我躺在青綠的草場，又領我
走近幽靜的水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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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智勳神父
http://www.catholic.org.tw/theology/public/liyi/utility_eucharist_Lent1_

yearB.html 

默想 
本週的福音讀經記載耶穌與撒杜塞人討論「死人復活」的問題，

讓我們先把這段對談放回當天的時空裡去分析。 
  耶穌進了耶京後，當權者相繼來挑戰他。先是法利塞人，他們本
是個宗教性的團體，重視聖經和守梅瑟的法律，但卻問了一個政治性
的問題――能否給凱撒納稅，耶穌的回答使他們啞口無言。現在又來
了一批撒杜塞人，他們關心政治，有財有勢，願與羅馬人合作，並不
熱衷默西亞的來臨，更不關心聖經的法律，卻來問一個宗教性的問題
――人死後是否會復活。 
  撒杜塞人不相信有復活和梅瑟五書以外的舊約，他們用梅瑟五書
申命紀中的一條法律去証明沒有復活，這法律說：一個人死了，沒有
子嗣，他的弟弟應娶嫂子為哥哥立嗣。問題是如果七個兄弟都娶過這
個婦人，復活時她應是誰的妻子呢？ 
  其實這條法例早已不用，耶穌的時代，也有其他梅瑟法律是存而
不用的，例如用石頭砸死犯姦淫的婦人就是有名無實的法律。撒杜塞
人作此提問目的在為難耶穌，因為耶穌自稱：「我是復活」，所以他
們問如果有復活，這問題怎去解決？同時，他們跟法利塞人也不咬
弦，法利塞人甚至相信復活後還會生兒育女。所以這提問可說是一石
二鳥，順道取笑法利塞人。 
  耶穌首先指出，人不應把現世的生活投射到復活後去，以為現世
我們結婚生子，來世亦然。復活的人是不婚不嫁的，婦人是誰的妻子
已不再是問題。梅瑟是為了保存子嗣，好能繼承父業才訂下這例，但
復活後，子嗣與父業問題已不存在，以這法律去否定復活亦無意義
了。耶穌進而引用梅瑟五書出谷紀中天主對梅瑟所說的話，天主說：
「我是亞巴郎的天主、依撒格的天主、雅各伯的天主」，既然天主如
此自稱，而以色列人相信天主是活人的天主，則這些祖先仍然存在，
怎能說沒有復活呢？光是從理論上看，耶穌的論據高明多了，難怪以
辯論見稱的經師說：「師傅，你說得好」，肯定耶穌勝了。 
  復活是一個神秘的課題，不少人堅決否定之。當保祿在雅典向知
識份子傳福音時，談到耶穌從死者中復活，周圍的人都笑了。今天有
些經驗主義者或無神論者也認為人死如燈滅，一切盡在此生。 
  另一類人如孔子則選擇存而不論。孔子說：「知之為知之，不知
為不知，是知也」，這是很老實的態度，他承認對這問題不了解，但
又不願意花時間去追尋，寧可把精力放在現世，所以他說：「未知
生，焉知死」。但不可知論者，始終不能阻止人心底對永恒的渴求，
他們亦會講「精神不死」、「浩氣長存」，隱約間仍覺得生命不應就
此完結。 
  另有些人相信死後有生命，而且和今生差不多。從前的帝王官賈

會為死後的生命作準備，安排陪葬品和陪葬人；今天還有人將紙做的
人、車等燒給死人，好讓他們在陰間裡使用。這屬於一廂情願的做
法。 
  基督徒相信人死後會復活，不過我們所講的復活是另一種生命，
對於這新生命，聖經著墨不多，今天的讀經中，耶穌說屆時人不娶不
嫁，不會再死，好像天使一樣；保祿在書信中亦提過人會得到一個不
朽的身體、一個屬靈的生命；默示錄形容人要進入一個新天新地，那
裡沒有眼淚、沒有悲傷――聖經論及復活的情況就只有這麼多。今日
科學發達，幾乎事事皆可精準地把握，連帶死後的情況人也想清楚知
道，忘記人的有限。死亡正顯示出人的有限性，打破人是萬能的神
話，死後的生命更超出人理性的範圍，須靠信仰去把握。基督徒承認
死後有生命，但知道這生命並不能以有限的語言精準地描繪出來，必
須靠啟示去領悟，正如保祿所說：「天主為愛祂的人所準備的，是眼
所未見，耳所未聞，人心所未想到的。」（格前 2：9）這份神秘感
更增加我們的嚮往，同時不會把一切希望放在此生。 
  相信復活、相信永生會使我們充滿希望和愛心去生活。願今天的
讀經，能使我們滿有信心地頌唸――「我期待死人的復活，及來世的
生命，亞孟。」 
 
反省與實踐: 
1. 身為基督徒，我們如何向別人訴說復活及永生？ 
2. 耶穌為我們受難而被埋葬，第三日從死者中復活。這是基督信仰

的核心，也是救恩的道理。自己是否向他人宣揚耶穌踰越三日慶
的高峰事跡？ 

3. 當我們頌唸「信經」時，是否曾注意自己的心態？是心有所感，
有所體悟？還是快速跟著旁人唸過？ 

 

禱文： 
1. 請為為人師表者祈禱。教育是國之大本，老師的言教身教均對學

生產生極大的影響。祈求仁慈的天主賜下智慧，幫助老師們傳授
正確的知識及人生觀，讓我們的下一代都能健康有活力地看待自
己的生命。 

2. 請為臨終病人祈禱。臨終病人自知時日無多，除了得面對身體的
疼痛外，情緒及心靈上都需要大幅調整。祈求慈悲的天主撫慰他
們，帶領他們平靜地走完人生最後的旅程。 

 

 



 

 

3 

 

祂不是死人的天主 
薛恩博樞機 著 丁穎達教授 譯 

默想: 
人死後會復活嗎？復活的生命是怎樣的？這些是人類自古以來常

問的問題。當考古學家尋覓原始時代人類蹤跡時，如果發現古墓及陪
葬品，他們所關注的絕對是人類的骨骸，而不是動物的，因為只有人
類才埋葬死者，動物不會這樣做。凡安葬死者的人，都在表達一種信
念：死亡不是一切的終結。 

從前的東德曾長期處於無神的共產極權統治之下，死者不是被埋
葬，而是被「處理」。假如沒有天主、沒有永生的話，何必大費周章
地辦喪事呢？只是為了追憶亡者嗎？那固然是開挖墓穴的原因之一，
但放置一張遺照以供瞻仰不就夠了嗎？ 

千百年來，為死者的遺體舉行莊嚴的殯葬禮儀，就是因為未亡人
相信死者會「在末日」復活。非但亡者的靈魂不死，他們的身體也將
在那一天復活。 

然而據我猜測，許多現代人跟當年的撒杜塞人一樣，否認復活。
撒杜塞黨人在耶穌時代由聖殿的司祭與大司祭組成，他們以否定死者
身體復活的辯論為樂。在這篇福音裡，他們試圖考倒耶穌，舉出一個
詭辯的例證，一個在今天似乎依然切題的例證：如果一個人結過好幾
次婚，那麼復活後，會是誰的妻子或丈夫呢？我們彷彿能看到提問者
那副嘲諷的嘴臉。他們把握十足地認為，這次為耶穌設下的圈套可謂
天衣無縫，祂還能施展甚麼解套本領呢？ 

耶穌的回答簡單明瞭，但必須藉著信德才能理解。我們的認知侷
限於塵世生命，對於死後的狀況全然未知。由於我們只曉得今世，所
以難以想像來世的生命。在塵世，我們受制於時空；在那裡，我們則
屬於永恆。塵世生命需要食物、婚姻、受孕、生育及傳宗接代，因為
這一切攸關今世生命的延續。但是人死後，一切都會改變。復活的人
「也不娶，也不嫁；甚至不能再死」，為此，受孕、生育、婚姻都沒
有必要了。到底那會是甚麼樣的生活呢？雖然我們無從比較，不過耶
穌指出：我們會跟祂一樣，身體將從墳墓裡復活，並永遠做天主的兒
女。 

的確，仍有許多問題尚待解答：屍體埋在土裡已經腐爛，浸在海
洋中變得肢離破碎，或者已被熊熊烈燄燒成灰燼，它們怎麼能再復活
呢？復活後的身體當然會跟死亡的身體不一樣。我們儘管不知道答
案，也無法證實，但是應該堅信「肉身的復活」。耶穌的話要比科學
驗證更具權威：「祂不是死人的，而是活人的天主！」面對死亡，我
們手足無措，無能為力；天主則不怕死亡，因為祂就是生命。「所有
的人為祂都是生活的」，即使是死者也不例外。 
 
反省與實踐: 
1. 我是如何瞭解死亡？我害怕死亡嗎？ 

2. 我瞭解並嚮往永生的境界嗎？ 
3. 我可以如何幫助別人，尤其是不認識基督的人，瞭解永生的意

義？ 
 

禱文： 
1. 請為所有生者死者祈禱。煉靈月，是我們默想天鄉，並善度今生

的時節。祈求天主幫助所有存活的人，善用上主恩賜的生命與時
光，努力愛人；並恩賜所有亡者，早日煉淨，回歸天鄉，享受永
恆的福樂。 

 
 

常年期第三十二主日"肉身的復活" 
http://www.radiovaticana.va/cinesebig5/liturday/Bpasqua.html 

本主日常年期第三十二主日，彌撒中的讀經一和福音分別取自瑪
加伯下第 7章第 1到 2以及 9到 14 節，聖路加福音第 20章第 27到
38 節。讀經一記述瑪加伯母子八人壯烈殉道的故事，內容涉及舊約
時代以色列子民對人的肉身死后復活的信仰。福音記述耶穌與否認復
活的撒杜塞人的對話。 

「未知生，焉知死。」有人根據這句話認為中國人并不關心死後
的問題。其實這是錯誤的。世界上所有民族，包括中國人在內，都對
人的身後歸宿有所警惕。 

對這問題，在耶穌時代的猶太知識界中，流行著兩種不同的意
見。法利塞人相信人死後還要復活﹔撒杜塞人不相信人死了還能復
活。耶穌的立場則表現在他與病死而復活了的拉匝祿的姊妹瑪爾大的
對話中。他說：「我就是復活，就是生命﹔信從我的，即使死了，仍
要復活﹔凡活著而信從我的人，必永遠不死。」 

我們基督信徒相信耶穌的話，在我們日常頌念的信經中，我們宣
誓說： 

「我信肉身之復活，我信常生，阿們。」 我們先從讀經一說
起。這篇讀經記述瑪加伯母子八人壯烈殉道的故事。這故事是文學史
上的一篇杰作。作者逐步加緊，有條不紊地描述暴君所施行的刑罰越
來越凶殘，同時七兄弟臨死時對肉身復活所發表的言論也越說越湛
深。那母親勸勉小兒子的話，讀來尤其動人。 

本主日福音記述耶穌與否認復活的撒杜塞人的對話。在這篇對話
中，耶穌明白地肯定了人死后肉身復活的道理。 

聖瑪竇和聖馬爾谷福音也記載了上面的對話。兩部福音的記載都
強調耶穌援引聖經的權威來駁斥撒杜塞人的詭辯說：「你們錯了，不
明了經書，也不明了天主的能力。」在我們剛才聽到的彌撒福音中，
聖路加只加上一句解釋說：「天主不是死人的天主，而是活人的天
主。」這句話的意思是，如果亞巴郎、依撒格和雅各伯死后肉身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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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活，怎么還能稱天主為活人的天主呢？換句話說，人死后，他的肉
身是會復活的。 

最后，我們援引聖奧斯定稱贊瑪加伯母子八人殉道壯舉的這句
話：「他們是真正的基督信徒！以他們的偉大精神，在基督的教會尚
未成立以前，預先發揚了基督的教會精神。」思高聖經學會的編者，
在談到同一故事時，也這樣注釋說：在我國的教會中「也有不少母親
像瑪加伯七兄弟的母親那樣」，接著又說：「聖教會的歷史到處可以
見到如此勇敢的母親，原因是，正如聖保祿宗徒所說的：『都是出于
一個天主聖神所賜給的丰富的恩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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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理主題：天堂與地獄 
很明顯，今天的讀經與死人的復活和死後的生命有關。讀經一

記載了一名母親和她七名兒子壯烈殉道的故事，從殉道者的說話中，
表達了當時人們對義人死後肉身將要復活的信念。事實上，肉身復
活的思想，在公元前 200 年左右，才開始出現在猶太人的信仰中。
直到新約時期，這思想也一直引起猶太教中不同派別的熱烈爭論。
今天的聖詠描述一名被受無理指控的義人向上主的呼冤，但同時也
表達了他對大能的天主最終必會為他帶來公義的審判的希望和信念。
讀經二的三段簡短祈禱文，亦反映了早期教會已深信天父必為信靠
耶穌的人帶來永遠的救恩和安慰。 

今天的福音記述當時猶太人中的一個派別 ―― 撒杜塞人對耶
穌提出的質問和挑戰，尤其是有關於死人復活的信仰。耶穌曾親自
說過：「我就是復活，就是生命。信從我的，即使死了，仍要活著。
凡活著而信從我的人，必永遠不死。」(若 11:25-26)。在末日時，
耶穌將使那些聽從祂（若 5:24-25）、吃過祂的肉、喝過祂的血的
人復活（若 6:54）。但撒杜塞人卻不接受死人復活的思想，向耶穌
提出疑問，藉此留難他。耶穌的回應讓我們知道，復活後的人將過
著「屬神」的生活，不會再有嫁娶的問題。耶穌也引用梅瑟的說話，
稱天主是「亞巴郎的天主，依撒格的天主和雅各伯的天主。」來指
出：「天主不是死人的天主，而是活人的天主。」如果聖祖們死後
肉身都不會復活，那麼天主怎可以被稱為活人的天主呢﹖可見肉身
復活的思想早已隱含在「梅瑟五書」的經文當中。 

基督徒相信，就如基督確實地從死者中復活和永遠地活著，同
樣義人們在死後，也將永遠與復活的基督生活在一起，同時在末日
基督會使他們的肉身復活（參閱若 6:39-40），整個人將進入新天
新地的福樂之中。聖保祿常常強調肉身復活的信理：「如果那位使

耶穌從死者中復活的聖神住在你們內，那麼，那使基督從死者復活
的，也必要藉那住在你們內的聖神，使你們有死的身體復活。」
（羅 8:11）保祿面對當時不少信眾反對復活的信念，重申說：「因
為死亡既因一人而來，死者的復活也因一人而來；就如在亞當內，
眾人都死了，照樣在基督內，眾人都要復活；不過各人要依照自己
的次第：首先是為初果的基督，然後是在基督再來時屬於基督的人，
再後才是結局。」（格前 15:20-26） 

在這樣的信念下，基督徒相信死亡不是生命的毀滅，而只是生
命形態的改變。死亡是靈魂和肉身暫時的分離，使人的肉身墮入腐
化的過程，但他的靈魂卻與天主相遇，可是靈魂仍在期待與他受光
榮的肉身在末日時再次結合。不過，在末日前，每個人從死亡一刻
開始，就立刻在其不朽的靈魂上，將其一生呈報基督的私審判，領
受永遠的報應：或者經歷一個煉淨期，或者直接地進入天堂的榮福，
或者直接自我判罪、墮入永罰（教理 1022）。這些就是教會信理中
常常提及的天堂、煉獄和地獄。 

在新約中，耶穌屢次談到「地獄」那不滅的火（瑪竇福音 5 及
13 章），這火是為那些至死不肯相信、不肯悔改的人而保留的。耶
穌曾嚴厲地宣布，祂「要差遣祂的天使，將一切作惡的人收集起來，
扔到火窰裡」（瑪 13:41-42），並宣判：「可咒罵的，離開我，到
永火裡去吧！」（瑪 25:41）。人若在大罪中過世時沒有悔意，沒
有接受天主的慈愛，這表示他藉著自由的抉擇永遠與主分離。換言
之，就是將自己排除與天主和真福者的共融之外，這種決定性的、
自我排除的境況就稱為「地獄」。教會訓導聲明地獄的存在和永久
性。那些在死罪中過世的靈魂會立刻下地獄，受地獄的苦痛，就是
「永火」。地獄主要的痛苦是與天主永遠的分離，因為人只可從天
主那裡得到生命和福樂，人是為此被創造，並不斷地渴求這生命和
福樂。地獄存在的道理提醒我們，要負責任地運用天主所賜予的自
由，善渡現世的生活。天主並沒有預定任何人下地獄，因為下地獄
是故意離棄天主的行為，亦即大罪，在大罪中罪人至死也不悔改。
教會懇求天主的仁慈，祂並不願意「任何人喪亡，只願眾人回心轉
意。」（教理 1033-1037） 

另一方面，那些在天主的恩寵和友誼中過世的人，在完全煉淨
之後，將與基督永遠生活在一起。他們將永遠地肖似天主，因為他
們是面對面地看到天主「實在怎樣」。這種與天主聖三的完美生活，
與聖三、童貞瑪利亞、天使和眾聖徒充滿生命與愛的共融，就被稱
為「天堂」。天堂是人最後的歸宿，也是人最深的期盼的圓滿實現，
是決定性和至高的幸福境界。耶穌基督以祂的死亡和復活為我們
「開啟」了天堂之門。享受真福的生活就是圓滿地得到基督救贖工
程的果實。基督接受那些信賴祂和忠於祂意願的人進入天上的榮耀。
從這角度來看，活在天堂就是「與基督在一起」。被選的人「在祂
內」活著，可是仍然在祂內保存著，更好說，找到他們真正的面貌、
他們自己的名字。最後，我們要留意「天堂」也是一個奧跡，它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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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一切人的理解和表達。聖經用了一些圖像為我們講述這個奧跡。
例如：生命、光明、平安、婚宴、天國的美酒、天父的家、天上的
耶路撒冷、樂園等。的確，「天主為愛祂的人所準備的，是眼所未
見，耳所未聞，人心所未想到的。」（教理 1023-1028） 

 
  
生活反思／實踐： 
1. 你相信耶穌已從死者中復活了嗎？你相信在末日時，耶穌也會使

我們每人的肉身復活嗎？ 
2. 在現世的生活中，你會怎樣作出準備，好能迎接將來永恆的生命

呢？ 
 

 
 

方濟會思高讀經推廣中心 

天主是生活的天主 

【經文脈絡】 
路加福音結束耶穌的「旅程報導」之後，敘述耶穌榮進耶路

撒冷，以及耶穌生命中最後幾天在聖城中所發生的事件。路二十 1
～二一 4記載耶穌在聖殿的教導，路加把這些內容安排於此，一
方面使人明白為什麼猶太領袖決議殺害耶穌，另一方面也使外邦
基督徒讀者相信耶穌是默西亞。 

這個主日的福音選自於這段「聖殿教導」，耶穌面對撒杜塞
人挑戰「復活」信仰而提出教導（路二十 27-38）。整段經文的結
構非常簡單，先是撒杜塞人提出問題，接著是耶穌的反駁與教
導。 

撒杜塞人 
耶穌在公開生活中遭遇到各種不同的敵人與挑戰，但在路加

福音中撒杜塞人成為耶穌的對手唯有這一次。福音說他們「否認
復活」，正是他們這個黨派的特色，不論新約聖經（參閱：宗四
1-2，二三 6-8）或聖經以外的作品都證實這一點。撒杜塞人大多
屬於地位較高、生活富裕的司祭階層；在聖殿毀滅之後
（AD70），這個族群也消失無蹤。他們不僅否認死人復活，也不
相信天使和其他精神體的存在，最重要的原因是他們只承認「梅
瑟五書」的權威性，並且認為這些書從未提及這些事。 

挑戰 
來到耶穌前的撒杜塞人稱耶穌為「師傅」，然而他們所提出

的問題卻充滿挑釁的意味，顯示他們對耶穌的稱呼是一種尖酸刻

薄的嘲諷。他們認為，耶穌教導講述有關復活的道理，顯示祂根
本不認識梅瑟法律。 

代兄弟立嗣 
    撒杜塞人向耶穌提出的難題，主要依據古代近東地區流

傳非常廣泛的「代兄弟立嗣」的法律（參閱：申二五 5-6），這個
法律的主要目的在於確保一個宗族的香火能夠延續不斷（參閱：
創三八 8）。 

撒杜塞人對復活的看法 
撒杜塞人根據「代兄弟立嗣」的法律擬定的一個極端情況：

「七個兄弟都娶過同一位妻子，那麼在復活的時候，這婦人要作
哪一個的妻子呢？」他們企圖藉著這個「個案」，證明死人復活
不僅和這條法律彼此矛盾，根本是就是荒謬可笑的妄想。這個假
設的問題透顯出他們對復活的理解：復活基本上只是現世存在方
式的延續，包含婚姻生活與生產。這也是當時的法利塞人對於復
活的瞭解。 

復活的生命 
耶穌以雙重的論證回答他們。首先說明「現世」的生命和

「復活」後的生命完全不同：生活在這個世上的人需要嫁娶，為
了能確保生命的延續；但對那些「有資格經由復活參與來世生命
的人」而言，這一切都是毫無必要的。因為他們已不再處於死亡
的法律之下，他們就像天使一般，死亡再也不能威脅他們，因為
他們已成為「復活了的天主兒女」，經由復活他們得以完全地親
近天主，真實地屬於天主的家庭，分享基督天主子的名分（參
閱：羅八 29）。 

天主是活人的天主 
耶穌的第二個論證採取「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策

略。因為撒杜塞人將梅瑟當作絕對的權威，所以耶穌也將祂的論
證建基於梅瑟書中的教導。出谷紀記載「上主是亞巴郎的天主、
依撒格的天主和雅格的天主」（出三 6、15），傳統上猶太人根據
這經文相信，雅威自己說過，以色列的祖先都和祂生活在一起。
路十三 28和十六 22-31 都理所當然地預設了這一點，而早期猶太
作品也都證實這種看法。 

團體性與個人性的復活 
除此之外，耶穌的話中還附加了一個理由：「在天主眼中，

所有的人都是活著的。」這句話出自於瑪加伯四書（這是猶太文
學作品，屬於東正教的聖經正典），敘述面臨迫害的殉道者說出
這句話，他們相信人的不死性，因為他們的祖先都和天主生活在
一起，因此他們也勇於慷慨為信仰犧牲。這句話說明以色列所有
的祖先以及一切有資格得到復活的人，都和天主一起生活。這句
話也顯示猶太的傳統相信「復活」就等同於「永生」；雖然在世
界末日一切人都要復活，但在此之前，所有的亡者也已經以個人
的方式開始享受永遠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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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加在結束這段報導時指出，當時有些在場的經師稱讚說：
「師傅，你說的好。」從此，他們再不敢質問什麼了（路二十 39-
40）。這個結束語顯示耶穌絕對地凌駕於對手之上，這個故事終
止了福音中一切爭辯性的談話。 

【綜合反省】 
路加編輯報導這段經文，所關心的不僅是耶穌自己宣講時曾

碰到的挑戰，而且同時幫助初期教會面對他們所遭遇的重大困
難。撒杜塞人所提出的問題，反映了初期基督徒常常面臨的挑戰
與質疑（參閱：宗四 2，十七 32），因此這個故事也是辯護基督
喜訊最佳的榜樣。 

天主是「活人」的天主，對天主而言，「死人」根本不存
在；「死」於罪惡中的人，也是「活」著接受罪罰。耶穌的死亡
與復活給人類帶來永生的救恩，今世的人死亡後，便立刻開始分
享與天主共融的生命，這種圓滿共融將在世界末日人子再來之時
達到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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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6 NOV 2022: Thirty-second Sunday in 

Ordinary Time - Year C 
 

Entrance Antiphon  
Let my prayer come into your presence. Incline your ear to my cry for help, O 

Lord. 

 

First Reading 2 Mc 7:1-2, 9-14 

A reading from the second book of Maccabees 

The king of the world will receive us into life eternal at the resurrection. 

There were seven brothers who were arrested with their mother. The 

king tried to force them to taste pig’s flesh, which the Law forbids, by 

torturing them with whips and scourges. One of them, acting as 

spokesman for the others, said, ‘What are you trying to find out from us? 

We are prepared to die rather than break the Law of our ancestors.’ 

With his last breath the second brother exclaimed, ‘Inhuman fiend, 

you may discharge us from this present life, but the King of the world will 

raise us up, since it is for his laws that we die, to live again for ever.’ 

After him, they amused themselves with the third, who on being asked 

for his tongue promptly thrust it out and held out his hands, with these 

honourable words, ‘It was heaven that gave me these limbs; for the sake of 

his laws I disdain them; from him I hope to receive them again.’ The king 

and his attendants were astounded at the young man's courage and his utter 

indifference to suffering. 

When this one was dead they subjected the fourth to the same savage 

torture. When he neared his end he cried, ‘Ours is the better choice, to 

meet death at men’s hands, yet relying on God’s promise that we shall be 

raised up by him; whereas for you there can be no resurrection, no new 

life.’  This is the word of the Lord. 

 

Responsorial Psalm Ps 16:1. 5-6. 8. 15. R. v.15 

 (R.) Lord, when your glory appears, my joy will be full. 

1. Lord, hear a cause that is just, pay heed to my cry. Turn your ear to my 

prayer: no deceit is on my lips. (R.) 

2. I keep my feet firmly in your paths; there was no faltering in my steps. I 

am here and I call, you will hear me, O God. Turn your ear to me; hear 

my words. (R.) 

3. Guard me as the apple of your eye. Hide me in the shadow of your 

wings. As for me, in my justice I shall see your face and be filled, when 

I awake, with the sight of your glory. (R.) 

 

Second Reading 2 Thes 2:16-3:5 

A reading from the second letter of St Paul to the Thessalonians 
May the Lord strengthen you in everything good that you do or say. 

May our Lord Jesus Christ himself, and God our Father who has given 

us his love and, through his grace, such inexhaustible comfort and such 

sure hope, comfort you and strengthen you in everything good that you do 

or say. 

Finally, brothers, pray for us; pray that the Lord’s message may spread 

quickly, and be received with honour as it was among you; and pray that 

we may be preserved from the interference of bigoted and evil people, for 

faith is not given to everyone. But the Lord is faithful, and he will give 

you strength and guard you from the evil one, and we, in the Lord, have 

every confidence that you are doing and will go on doing all that we tell 

you. May the Lord turn your hearts towards the love of God and the 

fortitude of Christ.  This is the word of the Lord. 

 

Gospel Acclamation Rv 1:5. 6 

Jesus Christ is the firstborn of the dead; glory and kingship be his for ever 

and ever. 

Alleluia! 

 

Gospel Lk 20:27-38 

A reading from the holy Gospel according to Luke 

He is not a God of the dead but of the living. 

Some Sadducees – those who say that there is no resurrection – 

approached Jesus and they put this question to him, ‘Master, we have it 

from Moses in writing, that if a man’s married brother dies childless, the 

man must marry the widow to raise up children for his brother. Well, then, 

there were seven brothers. The first, having married a wife, died childl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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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econd and then the third married the widow. And the same with all 

seven, they died leaving no children. Finally the woman herself died. 

Now, at the resurrection, to which of them will she be wife since she had 

been married to all seven?’ 

Jesus replied, ‘The children of this world take wives and husbands, but 

those who are judged worthy of a place in the other world and in the 

resurrection from the dead do not marry because they can no longer die, 

for they are the same as the angels, and being children of the resurrection 

they are sons of God. And Moses himself implies that the dead rise again, 

in the passage about the bush where he calls the Lord the God of 

Abraham, the God of Isaac and the God of Jacob. Now he is God, not of 

the dead, but of the living; for to him all men are in fact alive.’  This is the 

Gospel of the Lord. 

 

Communion Antiphon  

The Lord is my shepherd; there is nothing I shall want. Fresh and green 

are the pastures where he gives me repose, near restful waters he leads me. 

 

 


